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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野調查期程與地點： 

 
日期 地點  

2013/11/04~2014/05/06 紐西蘭  

2014/05/07~2014/06/04 布里斯本，澳洲  

2014/06/04~2014/06/11 東帝汶  

 

本篇報告感謝世界南導學術研究計劃的支持，讓我獲得 5.5 個月的補助前往紐

西蘭、澳洲和東帝汶三個國家，拜訪當地教授與學者，獲取各國原住民相關研究成

果資料並且進一步深入當地，瞭解旅途中各國的原住民狀況及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樣

貌；本次相當難忘的海外經驗，同時也在原住民發展議題上帶給我很多新的想法，

更打開了學生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視野。在本次的研究拜訪中，學生首先鎖定紐西蘭

懷卡多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ito）以及澳洲格里菲斯大學 (Griffith 

University)；希望藉由拜訪兩位在文化產業及觀光規劃上有專業經驗的教授，認

識紐西蘭及東帝汶兩地原住民的生活狀態。在本次旅行裡，為使獲得更多的資料與

交流，學生將留外期間延長至八個月左右，使之能達到為足以停留三個國家的研究

訪問行程。 

2.研究目的與方向 

紐西蘭是這次旅行的第一個停留國家，由於在國內的時候就耳聞當地的原住民

政策是目前世界上最為完善的，不但尊重毛利族群的傳統生活，並且盡可能的將毛

利族群文化發展為代表紐西蘭的國家象徵，所以將會去收集。而相較於富饒且資源

豐富的紐西蘭，東帝汶則是 2002 年剛從印尼獨立出的新興國家，在國家整體政經

概況與文化發展上來看是十分缺乏資源和各種支持的；因此在這次的探訪中，我盡

可能的朝向以下的幾個方向做研究已集資料收集： 

 

1.分析目前紐西蘭、東帝汶兩地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文化創意表現與對下一代

的教育發展。 

2.在深入紐西蘭和東帝汶的研究中，可以著重在發現當地部落三項主要發展議題： 

a.地方文化產業經營模式 

在計畫中將會尋找兩個國家裡，具有文化特色的地方產業；在參觀、拜訪他們

的村莊後，將會探討這些村莊如何運用自己獨特的文化元素，創造出能夠推廣、

經營當地文化產業，乃至創造原鄉就業機會的地方組織與原民協會。 

b.文化創意表現和發展樣貌 

在長期殖民與文化侵略的環境下，原住民族群在現今保護自己文化的方式有所

轉變；藉由定期舉辦的祭典和活動，將藝術文化以創新的方式展現給大眾，以

達到傳承文化的目的，甚至在社區意象與文化商品呈現上有更多新的發想，吸

引旅遊團體和遊客進入部落裡參觀消費，並購買部落的特色商品，以間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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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族群實質性的幫助，使原住民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c.教育下一代的文化認同方式 

希望透過未來的研究，記錄當地部落的族人們，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對自身

的文化認同與堅持原住民身份的自信；特別是關注他們的文化傳承方式，知道

如何獲得部落年輕人與社會大眾重的新重視。 

另外，關於文化間的雜揉和混種（hybridization）也是本計畫重視的地方；研

究者希望在進入這兩個國家（紐西蘭、東帝汶）做研究時，可以特別藉由文獻

和訪問族人，來與現今的兩地原住民文化做對比，發現其文化與移民間互融的

狀況；進一步可以了解，兩國原住民族群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所做出的反應，

以及文化認同發生轉變的狀況。 

3.探討紐西蘭與東帝汶原住民發展文化所遇到的問題 

由於臺灣的西拉雅族群發展文化上，目前遇到相當多的障礙；除了自身的文化

認同問題外，也還存在許多艱難的因素，例如：村莊間因為團體不和諧而導致文化

發展停滯，亦或是由於地方團體缺乏行銷或設計等相關專業知識，造成部落展覽館

內容不足甚至荒廢。所以，希望藉由本計畫，可以在紐西蘭和東帝汶觀察當地原住

民，發現在這兩個不同國家、環境和文化氛圍下，是不是在文化推廣上也遇到甚麼

阻礙；把這些當地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和他們解決的方式記錄下來，經過分析之

後，可以當作我國原住民群發展上的參考或是前車之鑒，更希望在跨文化的團隊合

作下，與當地的學者進行研究討論，相信可以替當前西拉雅、毛利和東帝汶原住民

所遇到的困境，更提出解決的建議。 

4.研究原住民土地使用問題與觀光旅遊發展 

紐西蘭當地願意提供協助的學者 Dr Anne-Marie d'Hauteserre 和澳洲的

Professor Tony Fry 兩位學者，在處理原住民土地問題和協助當地觀光旅遊發展

上，有相當多的研究、實務經驗；未來到了這兩個國家後，期盼可以與三位教授有

許多的討論和合作，透過了解他們曾處理過的案例，可以學習到更多不同國家在這

項議題上的各項考量。回到國內後，可以將這些曾經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回饋給部落，

協助部落發展其特色的觀光旅遊行程，進一步增加原鄉部落經濟收入並增加就業機

會，達到實質幫助到國內原住民部落的行動。 

3.田野概況與心得-紐西蘭 

3.1 在紐西蘭的研究概況 
  旅行的時候一切都是我在紐西蘭從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份停留至２０１４年的５

月上旬，一共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這段時間裡我去拜訪了懷卡多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ito）的 Anne-Marie d'Hauteserre 教授，她是該大學

「地理旅遊與環境規劃系」（Geography， Tourism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的教師，她在我去紐西蘭的這段時間裡給予我相當多的協助；不過因為她有教學和

生活上時間的規劃，所以我與 Anne-Marie 博士除了幾次的拜訪外，大多數的討論

都是以 email書信往來；而這也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東西方教學文化的不同，在西方

的大學裡學生是必須要主動追著老師跑的，因為老師在平常時有自己的研究和教學

需要忙，而一到假日就會馬上出國或是去參加研討會，所以要和老師見面都還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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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跟老師預約時間。雖然我並不是她的學生，Anne-Marie 博士還是很熱心的提供

我許多調查上的線索與建議，甚至在我出發前往紐西蘭前替我寫了一封推薦信，並

且為我開通了圖書館的通行證，讓我可以自由的使用 Waikato大學的書籍資源。剛

到紐西蘭的時候由於人生地不熟，所以整個研究調查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不順利，

幾乎找不到方法去認識當地的毛利人，雖然 Anne-Marie 博士給予我許多的支持和

建議，但是很多時候必須經歷打入當地社群前的挫折，畢竟原住民族群對外來的人

尤其是華人真的抱持了比較多的戒心，我還曾經在大學裡詢問毛利文化事情的時候

遇上了被毛利青年歧視的事情，不過還好這樣的情況到了第二個月後，因為認識的

人越來越多而開始好轉。 

  除了 Waikato大學這邊的協助，在我停留紐西蘭的半年裡也認識了許多當地人

與機構；而在紐西蘭絕大多數的時間，由於經費上比較緊張，所以我主要都是停留

在 Waikato 大學的所在地，漢彌爾頓（Hamilton）這座小城，然後再由這裡向其它

的城鎮的區域做探索，例如接下來會提到的 Rotorua、Ngaruawahia…等地。 

 

3.2 訪問機構以及與當地學者的聯結： 
為了可以快速掌握當地的訊息以及重點人物，我在本次研究訪問裡，與當地的

學者和學術機構建立連絡，並在當地進行了拜訪與訪談；相信本次在紐西蘭的豐富

收獲，一定可以作為未來博士研究的能量。以下為我在紐西蘭曾去拜訪的機構以及

重點人物： 

 
1. 毛利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由於當時毛利族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低落，族人也因

為缺乏技術與文憑上的缺乏而造成就業率低迷；紐西蘭的毛利族人感受到了生存壓

力和族群發展上的危機，因此著手打造屬於毛利人自己的教育機構，用自己的方式

來教育下一代，希望可以解決毛利學生無法完成學業的問題。紐西蘭的第一所毛利

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便起源於 1983 年的 Te Awamutu Work Skills 

Project，時任 Te Awamutu College 學校職員的 Rongo Wetere 等人，因為擔心當

時學校內被開除的毛利學生求學意願不大，而且也沒有一技之長，所以引導校內被

開除的學生一起在學校空地裡建立一間聚會所，讓大家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建築技巧；

為了訓練足夠的人手，Rongo Wetere 於 1984又建立了 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並讓社區裡更多的人來學習，而這間 Marae（毛利人的聚會所或稱祖靈屋）後來在

1985 年完工，並取名為 Otāwhao Marae。 

後來這件計劃受到了政府部門的重視，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開始獲得

了公部門的資助，藝術中心也將學習課程開得更廣泛，涵蓋了毛利傳統雕刻、編織，

乃至於商管和建築；Rongo Wetere 的目的是要毛利人能夠自食其力，而不是像一

般人的印象中過著乾領政府補助金的生活。隨著學員的人數越來越多，該計劃也越

來越大，後來更為了讓所有的毛利人都可以有相同的教育以及職訓機會，他們在全

國的多個城市都開設了校區以克服地理因素；而學校的名稱也從 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正是改名為 Aotearoa Institute（Aotearoa 為毛利語的紐西蘭，意

思是白色長雲雲之地），正式朝向成為一間真正能提供給學生學歷的大學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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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紐西蘭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私立的大學，所以當時規範了許多的限制和門檻給

Aotearoa Institute。不過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毛利族人多年的努力下，紐西蘭

政府終於在 1993 年核准通過這間學校成為正式大學的申請；該校也於隔年，更名

為現在的 Te Wānanga o Aotearoa（Wānanga 為毛利文大學之意，該校全名就是毛

利文的紐西蘭大學）。 

 

2. Tuwhakairiora Savage 

最幸運的是我在所待的漢彌爾頓市（Hamilton City）藝術節裡結識了一位 Te 

Wananga o Aotearoa Tainui 毛利大學職員，同時也是 Tainui 部落顧問的

Tuwhakairiora Savage；因為有他的幫忙，我得以進入毛利國王的部落與行政區域、

毛利大學，甚至是 Tainui 族群的聖山；認識 Tuwhakairiora 是我在紐西蘭研究訪

問時的重大突破，除了成功的接觸到當地的原住民，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介紹瞭解

了毛利人的生活狀態。因為 Tuwhakairiora 來自一個世代為毛利皇室服務的家族

（祖父為前任毛利女王之發言人），所以自己也積極參與部落事務，對毛利族群的

文化有相當的瞭解，是我在紐西蘭研究訪問期間的重點人物；他除了有傳奇般的身

世和經歷外，同時也是一位精力充沛而且風趣的人，有別於許多毛利人對華人的厭

惡，Tuwhakairiora 是一位十足的＂華人文化愛好者＂，不僅喜歡吃中國菜還正在

學習中文，為此他自己也取了一個不知道該說凶狠還是無厘頭的名字＂瘋子老虎

（Crazy Taiger）＂，每次聽幽默的他說出自己名字時，都覺得帶有自嘲的感覺；

在他面無表情的嚴肅外表下，完全可以看得出來毛利祖先輩所留下來勇猛剛毅的神

情，尤其當他戴墨鏡的時候，兇狠有如他兩位擔任紐西蘭最大毛利幫派（Mongrel 

Mob 和 Black Power）首領的堂兄弟一般；不過私底下他的個性卻和外表有著天壤

之別的反差，和他相處在一起的人總是會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此次的研究訪問透過

他的協助，除了成功的接觸到當地原住民和學術機構外，更重要的是在漢彌爾頓和

他成為朋友的那段時間裡，我經由他的介紹深刻的瞭解懷卡多地區毛利人的真實生

活狀態。 

 

3. Kahu Te Kanawa 

Kahu 女士是 Tuwhakairiora 在毛利大學的同事，她是大學內最具權威的

Kakahud(毛利傳統披風)編織者，並且在大學內教授相關課程；Kahu 女士也是本團

隊密切配合之訪談人物，未來抵達紐西蘭後，也在大學拜訪 Kahu 女士以瞭解毛利

傳統編織之傳習狀況。 

 

4. 林爽老師 

林爽老師是紐西蘭籍香港人，自 1990 年便已經到奧克蘭大學做研究，並先後

獲得教育學士學位及紐西蘭教師資格，而林老師現為奧克蘭大學教育學院雙語教育

顧問及講師。自從林老師定居紐西蘭以來，已經做了近二十五年的毛利族群研究，

期間出版過《紐西蘭的原住民》、《紐西蘭的活潑教育》、《紐西蘭名人傳》…等多本

膾炙人口的著作，同時也協助翻譯了名著《雲鄉龍裔毛利情》；她更因為在紐西蘭

華人社會中的傑出貢獻，於 2006 年獲頒英女皇公眾服務勳章（THE QUEEN’S 

http://tepapa.govt.nz/maoricloaks/
http://m.ausnz.net/column_detail.asp?cid=34&p=column&articleID=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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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EDAL FOR PUBLIC SERVICES）；堪稱是紐西蘭華人界裡的毛利文化研究權

威。我也在後來前往奧克蘭參與當地臺灣僑民社團＂奧克蘭中華婦女會＂的演講中，

有幸與林爽老師見面，在當天的餐敘時請教了許多毛利文化發展上的相關議題；親

切的林老師還特別贈送我一本她的翻譯著作《雲鄉龍裔毛利情》，從這本書裡我也

第一次發現到，原來華人在十九世紀來到這片土地時，就已經開始和紐西蘭的毛利

人有許多通婚與交流，現在華人與毛利人共同組成的家庭也已經有五、六代了，從

書中人物的族群認同情感上，我也看到了許多毛利與華人後代在文化情感上的混淆、

隱藏到最後接受並引以為傲的過程。在和林老師的見面後，深深覺得自己在紐西蘭

對毛利文化的六個月研究訪問還是只瞭解到皮毛而已，和學識淵博的她對談就像開

了一扇窗一樣，發現更多可以研究和探討的文化面向，只是當時馬上就要離開紐西

蘭了，實在是相見恨晚。 

 

5. Ｐhil Belcher 

和這位有趣的毛利工藝家認識，是他在漢彌爾頓的公園展演的時候，而當天我

正巧剛好也去公園參觀；Ｐhil 是一位專注於毛利傳統工藝發展的推廣者，同時也

是位經驗豐富的雕刻家，雖然他外表看起來像是白人，不過他卻跟我說他的的確確

有毛利人的祖先。在他自己的家鄉裡，Ｐhil 與幾位志同道合朋友一起組成了個團

體，教導當地的學生和有興趣的居民使用傳統工具，並不定時的舉辦展覽，目的是

讓這些幾百年來的毛利工藝製作方式，可以在現代社會繼續流傳下去。在他的介紹

下，我也動手去體驗了毛利人的工具，並且用各種特別的工具去做事情，其中包含

了鑿子、patu(一種類似華人添飯匙的單手傳統武器)、鑽頭和拋光石；其中的鑽頭

令我印象最為深刻，這是用來挖製骨或玉質項鍊時所需要的工具，這種傳統鑽頭運

用兩條繩子的拉力，讓中間的鑽頭不斷旋種，進而使前端的尖石足以摩擦製品，並

在上面鑽出洞來。Ｐhil 他說過現在在超市裡看的的工具大部分都是中國製的產品，

要再看到這樣的傳統工具真的已經很少了，甚至就連現在的毛利人裡也沒有多少人

會使用這些工具，Ｐhil 也相當自豪的告訴我，他們作品完全沒有使用現代的機器，

全部都是他用這些幾個世紀前就在使用的工具，一刀一劃雕刻出來的；正是這種想

要把祖先文化傳承下去的使命感，推動他們這個團體不斷巡迴展演，讓各地的族人

知道他們的文化依然活著。 

3.3 原住民與移民者（Settler） 
  紐西蘭的毛利人是 Aotearoa（紐西蘭的毛利語）最早的定居者，而先人們是

如何到達這片土地的，至今各個部落都有他們自己的傳說，不過其中大多數的傳說

都脫離不了庫佩（Kupe）；他是一位在各部族裡的傳奇的人物，他也是第一位發現

Aotearoa 而且命名這個地方的人。而對於庫佩來到 Aotearoa 的動機，我從毛利朋

友那邊所聽到的傳說，則是起因於他淹死了自己的表兄弟並搶走其妻子，為了不受

到族人們的問罪，他便帶著搶來的新娘乘船逃離傳說中毛利人故鄉哈瓦基

(Hawaiki)，並於後來在海上與大章魚追逐、搏鬥時發現 Aotearoa，爾後，毛利族

人才大舉遷移到紐西蘭。在毛利人的傳說中，第一批來到 Aotearoa 的是由七艘木

舟所組成的船隊，登陸後這些不同的船就各自分別成了幾個主要的毛利族群祖先。 

  由於早期的英國移民就像大多數的殖民者一樣，利用武力及各種強取豪奪的方

法不斷的獲得毛利人的土地，導至後來一系列的土地戰爭的爆發，白人和原住民的

http://m.ausnz.net/column_detail.asp?cid=34&p=column&articleID=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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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急速惡化；為了避免法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拓展，並平息毛利人與白人在紐

西蘭的紛爭，英國與當人的毛利各部落首領在北島的懷唐依（Waitongi）簽署了懷

唐依條約(The Treaty of Waitongi)，將紐西蘭納入女王的管轄，但在此條約下各

毛利部落可以擁有自己土地和部分行政的權力。 

 

3.4 毛利人堅強的家族概念 
在紐西蘭的華人朋友曾經跟我說過，千萬不能惹到毛利人，因為毛利人的家族

非常龐大，通常一個家庭就動輒有五六個兄弟姊妹，除此之外還要再加上相當多的

堂兄弟表姊妹，所以毛利家族繁茂的人丁其他族群只能望塵莫及；而且在家族之上

還有緊密的部落組織，每個組織都會透過自己的聚會所或活動機構來活絡部落族人

感情。毛利人的家族觀念非常濃厚，只要家族裡有人發生事情，一定是整個家族都

到場；毛利朋友 Tuwhakairiora 也跟我說過毛利家族非常團結，家裡面有人生病、

大學畢業乃至於各種婚喪喜慶，整個家族都會聚集在一起，一同分享想越和承擔憂

傷。我認為這種濃厚的家族和族群概念，也是毛利人能夠將他們的文化傳統保留下

來的很大原因；我曾經和 Tuwhakairiora 一起到毛利聯合王國的行政所在地

Ngnaruwahia 參觀，在那裏我就看到整個部落的年輕人聚集在部落的球場裡打橄欖

球，Tuwhakairiora 當時就對我說，他們部落裡面有很多自己的橄欖球隊伍，所以

每到假日大家就會一起到球場打球；我也曾經在 Wakaito大學裡面看到有部落的團

體，大人帶著小孩為了一年一度的 Kapa Haka(毛利傳統舞蹈)比賽練習；在

Wakaito 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我也看到了毛利族人，為了慶祝自己家的兒子女兒完成

學業，而把全家族人都帶到典禮會場跳舞祝福；甚至當我從紐西蘭前往澳洲，降落

在不里斯本機場的時候，還看到有一大群帶著樂器為了來接機的毛利人。我想未來

在臺灣，我們可以想想如何將重新恢復我們部落傳統的連結，過去的時候我們部落

族人的關係一定是像毛利人一樣相當緊密，；到了工商社會後，為了獲得工作機會

族人相繼出走，我們的族人才逐漸的失去與部落的連結，看到了紐西蘭的毛利人的

族群概念後，可以想想我們族群未來凝結部落向心力的模式，將族人一個個再找回

來。 

 

3.6 紐西蘭國家公園、博物館與文化產業分析: 
紐西蘭地區的自然風光，可以說是最受外國遊客所推崇的，除了豐富的毛利文

化外，就是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甚至連知名的電影“魔戒（Lord of The 

Rings）＂和接下來的“哈比人（The Hobbit）＂，都是導演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因為該國優美的環境而選擇在這裡選景、拍攝。由於紐西蘭非常早以前

就從古大陸塊分離出來，所以在這裡演化出相當豐富的原生動植物（Native 

Species）；在十九世紀的探險家筆下，紐西蘭是一座充滿多樣的鳥類的天堂。但

是在經過十三世紀坡里尼西亞人（毛利人）登陸以後，這些原生物種的棲息地逐漸

遭到破壞。如今，從二十世紀以來該國的努力與重視，逐漸成立大大小小的國家公

園、博物館和保護區，將環境保護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精神留下來。以下將整理出我

在紐西蘭期間，曾經拜訪過之保護區與國家公園、毛利文化村以及具有相當發展文

化產業的地區，藉由分析這些地方有趣的規劃與背後特殊意義，能帶給臺灣的原住

民部落、組織有更多的參考資料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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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設施名稱 特色 代表意義 

新普利茅斯 

New 

Plymouth 

新普利茅斯遊客中心

與 Puke Ariki 博物館 
The New Plymouth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and Puke Ariki 

museum 

原始火山遺址、毛利

文化重鎮、該市鎮之

發展介紹。 

地區環境、歷史和

毛利文化發展 

漢彌爾頓 

Hamilton 

漢彌爾頓公園 

Hamilton Garden 

 

包含傳統英國、毛利

等世界各國多樣文化

的花園景觀。 

都市景觀與美化象

徵 

懷卡多博物館 

Waikato Museum 

豐富的毛利文化與毛

利王族介紹、漢彌爾

頓都市發展歷程。 

懷卡多地區最大的

博物館、擁有最豐

富的毛利文化展品 

毛利大學 

Te Wānanga o Aotearoa 

經過長達十年的努力

成為全國第一間毛利

大學，同時也是紐西

蘭第一間私立大學。 

毛利文化承襲的里

程碑，更是在解決

毛利人職業訓練、

提供高等教育機會

上達到了完善的狀

態。 

羅托盧阿 

Roturua 

羅托盧阿遊客中心與

羅托盧阿博物館 

Roturua Museum 、

Roturuai-site 

遊客中心、免費詢問

規劃與預定旅行事

務，羅托盧阿地區歷

史介紹、本身就是十

九世紀初建起的歷史

建築、羅托盧阿毛利

族群發展紀錄與展示 

市鎮中心、交通樞

紐、羅托盧阿火山

區發展、毛利族群

受到觀光旅遊的衝

擊、紐澳軍團的療

養醫院。 

法卡雷瓦雷瓦村 

Whakarewarewa 

羅托盧阿地區與火山

區共存的文化村莊、

火山噴泉。 

羅托盧阿地區毛利

人的生活樣貌。 

奧克蘭 

(Auckland) 

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

館 

War Memorial Museum 

毛利、波西尼亞南島

族群、英國移民之歷

史與展品。 

全紐西蘭最大之博

物館、紀念各個族

群為紐西蘭建國的

努力。 

一樹山公園 

One Tree Hill 

都會中的公園地，由

具有殖民歷史的象徵

意義。 

該公園有毛利人土

地受到移民者侵略

的歷史意義、火山

遺跡。 

唐佳里羅國

家公園 

Tongariro 

唐佳里羅高山步道 

Tongariro Alpine 

Crossing 

世界著名的山區步

道、步道中橫越多處

火山遺跡。 

紐西蘭優美的戶外

環境、火山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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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ark 

唐佳里羅北道與法卡

帕帕遊客中心 

Tongariro Northern 

Circuit and 

Whakapapa Visitor 

Centre 

唐佳里羅地區毛利人

之發展、具有教育意

涵的火山地質展示、

紐西蘭第一個國家公

園。 

世界自然遺產與文

化遺產、電影魔戒

其中的拍攝地點、

火山遺跡。 

Pukeatua 芒嘉陶狄保護區 

Sanctuary Mountain  

Maungatautari 

 

保存最完整、原始的

紐西蘭原始森林狀

態。 

紐西蘭最具規模的

自然原始森林保留

區、將整座山與外

界隔離以保護生態

島中的物種發展。 

Ngaruawahia 部落聯合王國行政中

心 

紐西蘭毛立部落聯合

王國的中心。 

毛利聯合王國的行

政中樞，擁有大型

聚會所與殖民時期

的傳統建築。 

 

3.6.1.新普利茅斯遊客中心與 Puke Ariki 博物館 

新普利茅斯是一座位於紐西蘭北島西南方的海岸城市，該城西方傍海、東邊環

繞著 Taranaki火山，也是英國移民者登陸的主要都市；由於早期的火山運動頻繁

關係，這個區域的毛利族群有相當多關於地質上的傳說故事。在市中心裡，遊客中

心很巧妙的和 Puke Ariki 博物館聯結在一起，從遊客中心只需要爬一層樓就可以

抵達博物館。Puke Ariki 博物館展現給遊客旅遊資訊並帶給遊客更多的歷史、地

質、動植物等知識，讓遊客可以透過這裡的展示，更快地瞭解新普利茅斯的過去。 

在博物館裡的展示方式上，館方規劃了三大主要展區，即是動植物、地質和毛

利文化；為了讓觀者快速吸收資訊，他們也作了相當多的互動影片播放裝置還有大

量的動植物標本，在毛利文物的展示上則有嚴格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所有的遊客皆

不能在該展區內拍照或攝影。 

3.6.2.漢彌爾頓公園與懷卡多博物館 

漢彌爾頓公園是一座都市周邊的美麗花園，其中有多樣的園林設計，使人們在

園區內可以觀賞到全世界各種文化的不同庭院，其中包括毛利、中國式、日式、印

度、義大利、傳統英式等園林；由於紐西蘭是一個移民國家，該座公園的建立正也

可以說是反映出了各個來到紐西蘭的民族特色，更可以讓來到漢彌爾頓地區的遊客，

更加認識紐西蘭豐富多元的文化樣貌。 

懷卡托博物館是紐西蘭北島中部最大的博物館，其中因為該地區距離毛利國王

的辦公地區 Ngnaruwahia 相當近，因此在該館的常備展覽部分，擁有最多關於毛利

皇族的介紹。在博物館內，總共分為五大展區，其中兩個展區是常備展區，內容是

毛利文化展覽，另一個則是展示早期英國移民的生活狀態；裡面運用了有許多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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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街道和互動情境的方式，來呈現漢彌爾頓地區早期移民的生活樣貌，其中包含

傳統器具展示、當時的郵件內容的錄音播放、介紹影片播放等；特別是毛利展區運

用了很多的互動機制，幾面毛利雕刻的牆面裡有己做抽屜，一旦遊客將抽屜打開後

就會出現影片或是特殊的展品，這樣激起遊客想要把每一座抽屜打開的好奇心！ 

3.6.3. Te wananga o Aotearoa毛利大學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由於當時毛利族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低落，族人也因

為缺乏技術與文憑上的缺乏而造成就業率低迷；紐西蘭的毛利族人感受到了生存壓

力和族群發展上的危機，因此著手打造屬於毛利人自己的教育機構，用自己的方式

來教育下一代，希望可以解決毛利學生無法完成學業的問題。紐西蘭的第一所毛利

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便起源於 1983 年的 Te Awamutu Work Skills 

Project，時任 Te Awamutu College 學校職員的 Rongo Wetere 等人，因為擔心當

時學校內被開除的毛利學生求學意願不大，而且也沒有一技之長，所以引導校內被

開除的學生一起在學校空地裡建立一間聚會所，讓大家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建築技巧；

為了訓練足夠的人手，Rongo Wetere 於 1984又建立了 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並讓社區裡更多的人來學習，而這間 Marae（毛利人的聚會所或稱祖靈屋）後來在

1985 年完工，並取名為 Otāwhao Marae。後來這件計劃受到了政府部門的重視，

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開始獲得了公部門的資助，藝術中心也將學習課程開

得更廣泛，涵蓋了毛利傳統雕刻、編織，乃至於商管和建築；Rongo Wetere 的目

的是要毛利人能夠自食其力，而不是像一般人的印象中過著乾領政府補助金的生活。

隨著學員的人數越來越多，該計劃也越來越大，後來更為了讓所有的毛利人都可以

有相同的教育以及職訓機會，他們在全國的多個城市都開設了校區以克服地理因素；

而學校的名稱也從 Waipa Kōkiri Arts Centre 正是改名為 Aotearoa Institute

（Aotearoa 為毛利語的紐西蘭，意思是白色長雲雲之地），正式朝向成為一間真

正能提供給學生學歷的大學而努力；然而紐西蘭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私立的大學，

所以當時規範了許多的限制和門檻給 Aotearoa Institute。不過皇天不負苦心人，

經過毛利族人多年的努力下，紐西蘭政府終於在 1993 年核准通過這間學校成為正

式大學的申請；該校也於隔年，更名為現在的 Te Wānanga o Aotearoa（Wnanga 為

毛利文大學之意，該校全名就是毛利文的紐西蘭大學）。 

3.6.4.法卡雷瓦雷瓦村 

法卡雷瓦雷瓦村一直以來都是毛利族人的村居地，位於羅托盧阿東南方的村莊

因為靠近溫泉區而有豐富的地熱資源，該村曾於 1886年火山爆發的期間遭受到火

山泥漿所淹沒，但是經過族人的努力，很快的法卡雷瓦雷瓦的村民又回到這片土地。

近年來村莊推動轉型為觀光部落，透過經營文化產業的方式替族人尋找出路；每天

村裡都會有五次的觀光導覽和兩次的傳統歌舞表演，經由部落的專職導覽人員解說，

讓遊客可以深入毛利部落更清楚的了解現在當地毛利族人的生活樣貌，部落裡的咖

啡店也有在販售特別的地方午餐，那就是用溫泉和地熱蒸熟的雞肉與蔬菜，各國的

遊客都相當踴躍嘗試。村莊也向政府承租了一塊土地，這片土地裡面有間歇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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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漿池、地熱溫泉池等自然景觀，等於進到這個村莊過後就可以欣賞所有羅托盧阿

所有濃縮的自然和人文景象，因此本村越來越成為來到羅托盧阿遊客相當推崇的觀

賞景點。 

3.6.5.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 

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是紐西蘭最大的博物館，館內豐富的展物也是令人難以

想像，從本國的毛利文物、歐洲移民的傳統器具，到遍及巴布新幾內雅地區的波里

尼西亞族群服飾、工具都有，甚至還包含紐西蘭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飛機、槍械、

制服用品…等等，整座戰爭紀念博物館就是紐西蘭的歷史紀錄。展覽裡也包含了紐

西蘭動物、植物、稀有禽鳥、鐘乳石洞的標本與模擬情境，並且仔細呈現出不同林

像與海岸的生物分佈狀況；更在移民開拓歷史的環境中，重新打造了一條歐洲移民

年代的街道，其中的火槍、紡織、打鐵、酒吧等幾家店鋪也詳細的呈現出了當時的

情境，讓遊客能夠走入時光隧道般投入情境。該館對於紐西蘭特有的火山、地震、

地熱的自然景觀有許多展示，在展覽裡可以體驗模擬地震的屋子、詳細聆聽介紹火

山爆發的互動電子裝置、觸摸火山地形中產出的特殊岩石。 

3.6.6.唐佳里羅國家公園 

唐佳里羅國家公園是紐西蘭第一座成立的國家公園，透過當地毛利族群對政府

的退讓，紐西蘭政府終於與部落在土地紛爭上達成共識，將這片位於紐西蘭北島正

中央，擁有三座火山的區域劃作 Tongariro 國家公園；因為環境相當優美而且不受

汙染，這片區域後來也成為電影“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男主角最後

要消滅魔戒的末日火山取景地點。Tongariro的山間有一條世界聞名的步道，叫做

唐佳里羅高山步道(Tongariro Alpine Crossing)，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

慕名來攀爬；這條步道會經過多個火山湖和火山地形區域，每個都是遊客們朝思暮

想的景點，因此就算這條不到需要花上八個小時才能走完，每天還是有老老少少的

挑戰者前來一窺究竟。 

 

在國家公園內部有遊客中心，中心裡面是展示著當地特有動物的標本與地質、

岩層景觀，有趣的是還有做 3D的火山地圖，可以讓遊客清楚瞭解身在何處；由於

當地也是著名的滑雪勝地，所以館內也展出了紐西蘭的滑雪歷史進程，展現從最剛

開始的陽春滑雪裝備一直到當代的滑雪服飾，呈現出時代所造成的變革。游客中心

裡還有派駐服務人員，可以在這個地方協助預訂接送車輛和給予旅行建議；在大廳

的一側，為了感謝毛利族人的付出，也展出當時與紐西蘭政府奠定國家公園區域的

毛利領袖的紀念像。 

3.6.7.芒嘉陶狄保護區 

這個區域是由地方市政府和芒嘉陶狄保護區機構一同維護的原始森林，其目的

是要將這片山區最原始的樣貌保留下來，把人類尚未到達紐西蘭前的原始景象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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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區中。這項計劃動用了長達四十七公里的柵欄，將整座芒嘉陶狄山都團團圍

住，甚至柵欄還將地基打入地下，用以隔絕外面的動植物入侵，尤其是哺乳類動物

所挖掘的地道，以確保園區中只能有紐西蘭的原生動植物。在園區裡面很多地方都

可以看見懸掛有介紹動植物的牌子，可以使來步道健行的遊客獲得更多對原生物種

的認識；特別是園區中有幾座鳥園，給予 Kaka、Tui、Fencebirds 等特有種的禽類

有良好的棲息地，免於被袋貂等掠食動物攻擊。 

3.6.8 Queen Elithabeth II Truth 

鑒於進入工業化社會後的紐西蘭，大片森林土地不斷地被推為農田和都市，紐

西蘭在 1977 年成立了一個 Queen Elizabeth 2 national trust 的組織，目的是

保護原始森林和文化遺產;目前受到保護的土地除了個人名下的土地外，還有很多

的毛利遺跡和天然鐘乳石洞穴.在紐西蘭的人可以將自己的土地接管給這個組織，

因此得到減免稅金的優惠，不過該片土地只能有百分之二十可以開發建物。一旦土

地託管給這個組織後，他們便會協助捐贈者維護那片土地上的環境，並且教導所有

者如何區別原生動植物和消滅外來物種;QE2 每年還會發給土地擁有者相關的文書

與資料，甚至定期派員來巡視土地，確定擁有者有遵守一切的規則. 

很有趣的是 QE2 這個半官方組織可以和政府平起平坐，地主也不用擔心會發生

土地被強徵或是受到其它開發商收購的問題，只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QE2 是個強

大的團體，足以當土地擁有者的後盾;反觀台灣則發現有許多類似的土地與森林問

題，像是台東的美麗灣，花蓮銅蘭部落的神木，彰化車站的日式宿舍拆遷問題，墾

丁的海岸（飯店 BOT），苗栗縣政府拆除後龍八卦窯，樂生療養院，西拉雅族新化

山區被逼拆遷...等. 在這些案例底下，往往都是強權者說了算數，其中仍不乏被

懷疑有官商勾結者。所以我想 QE2 的概念，是可以帶給台灣許多新的思維的，當我

們在一直倡呼著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也能夠將這些俱有文化和在地元素的土地保

留下來！ 

 

3.6.9 羅托盧阿遊客中心與羅托盧阿博物館 

羅托盧阿地區原本是毛利族群的密集居地，該地位於 Tarawera 火山旁，在毛

利人的傳說裡面，他們遠渡重洋來到紐西蘭的祖先，就是在寒冬的季節中找到了這

個充滿地熱溫暖的新天地，因此在這裡定居下來。後來的移民者跟著來到這裡後，

發現了毛利族人們世代享受的豐富溫泉，便在這裡開發建立了溫泉度假區；雖然中

間一度受到火山 1886 年爆發的影響，但是很快得這裡又重新在毛利人與歐洲移民

的合作下恢復。而在這裡的博物館，原本是紐澳軍團在一二次大戰期間的傷兵療養

中心，運用溫泉對人體的療效替負傷的士兵們復健，因此當地人俗稱之為大澡堂。

現今保留下來的主建築已經轉變為博物館，內部展出羅托盧阿地區的歷史文物和影

片，其中有趣的是介紹關於羅托盧阿地區的 4D 電影，這部電影大量運用到了與互

動的方式讓遊客體驗電影中的情境；在地震時椅子會搖動、噴水和刮風，令人印象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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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野概況與心得-東帝汶 

4.1 於東帝汶（East-Timor or Timor-Leste）的研究概況 
因為經費上的困難，需要直到後期才能夠準確評估轉進他國的可能性，所以確

定要前往東帝汶(Timor-Leste)是在我六個月的紐西蘭研究訪問的最後幾周；而進

入 Timor-Leste 之前，我先去澳洲拜訪了一位在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任教的 Tony Fry 教授；這位教授是由我的臺灣指導教授彭立勛老師所引薦的，由

於彭老師是在澳洲取得博士學位，因此透過他的介紹而認識了 Tony Fry 教授。Fry

教授，曾從事於 Timor-Leste 地方社區的國際計畫，他所屬的學校 Griffith 

University QCA（Queensland College of Art） 2009 年被授予澳洲國家發展研

究項目“創意產業發展與東帝汶：案例教育創新獎＂，並指導了 QCA格里菲斯大學

與澳洲國際發展署（AusAID）資助的研究項目，計劃期間進入 Timor-Leste將資料

收集、研究，並建立以東帝汶設計為主的創意產業教育、可持續發展研究、經濟活

力和創造就業機會的長期研究計劃。所以我在前往 Timor-Leste 之前，特別計劃前

往澳洲與 Fry 教授面談，並於五月六日離開紐西蘭後，便前往澳洲 Brisbane。在

澳洲近四個星期的時間裡，我與 Fry 教授每個星期固定見面一至兩次，除了瞭解他

的團隊在 Timor-Leste 所做過的事情外，並且從他那裡獲得了他在主持扶植

Timor-Leste 文化創意產業國際計劃的整體計劃書，友善的他為了讓我早點熟悉環

境，還另外介紹了一位已經畢業的碩士指導學生給我，這位學生來自香港，現正在

Brisbane 工作，可能是語言文化相近，所以很快的他成為了我在 Brisbane 的嚮導。

Fry 教授是一位相當有趣的老師，左派思想的他致力於研究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設計理念，而且在他的學校 QCA 裡擔任 Design 

Futures 該科系的副主任，不過可惜的是耳聞他將在 2014 年的冬天離職，轉到距

離他家比較近的學校服務。在他的理想設計發展裡，所有的設計理念都是必須被環

境、社會文化和經濟狀態檢視，必須平衡人類發展以及整體環境的福祉，他相當不

喜歡現在社會目前的產品生產模式；他就曾對我提過以牛奶的工業化生產為比喻的

產業結構，他認為每個地方應該都要有自己的食物供給鏈，因為過於依賴大型公司

所提供的產品，將會導致大量的環境耗損並失去產業的多樣性。我在 Brisbane 雖

然只待了短短的四個星期左右，卻完全被這對師生對於未來設計方法的思想所深深

吸引，所以還在澳洲立刻推薦了許多 Fry教授的著作給我在臺灣學校的圖書館。 

進入 Timor-Leste 是在六月四日的時候，出發前 Fry 教授曾經試著協助我聯絡

他在執行 Timor-Leste 國際計劃期間團隊裡的一名西班牙教授，不過因為不確定這

位教授是否依然還在首都 Dili，所以在離開澳洲的前夕，Timor-Leste的狀況是呈

現當地沒有任何奧援和友人的狀態，似乎頗像當時剛投入紐西蘭時的窘境；但 Fry

教授還是鼓勵我並盡可能的舉出幾個有機會可以找到協助的地方，並建議我抵達當

地後直接去尋求是否有外國學者的奧援，例如 Tais Market 和 Xianana Reading 

Room 等，有可能會出現聯合國派駐員的地方。不過最令我害怕的並不是當地沒有

任何認識的人，或者是語言不通的情況，最讓我擔心的是 Fry教授在我最後一次和

他見面要離開時，他問了我：「你有去過真正的貧窮國家嗎？」。好吧，反正七個月

在國外的生活也經歷過物資匱乏的日子，我想在 Timor-Leste應該不至於會差到哪

裡去；我抱著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態度，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從 Brisbane 離開，中

轉澳洲 Darwin，並在隔天凌晨前往 Dili。當飛機要降落的時候為了轉向機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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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首都 Dili 的上空迴轉了一圈，整座城市、海岸線和遠方的山林在機窗外一覽

無遺，當下我真的被這個國家尚未受到破壞的環境與地貌深深吸引。 

我在 Timor-Leste 停留了七天的時間，當地的居民對外國人非常的友善，我在

這裡的第二天就結交了幾位當地的朋友，而後來的研究探訪也都拜他們所賜，才能

夠順利的發現許多有趣的地方。雖然這裡是一個並不富裕的國家，但是我幾乎沒有

看到過有人在路邊乞討，更別談說像許多東南亞國家有向外國人要錢的狀況，就算

是老人也會扛著魚或水果等商品在街上販賣賺錢；我認為這與該國強韌的生命力與

立國精神有很大的關係，走過了數十年的戰火，這裡的民眾似乎更懂得如果想要甚

麼東西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掙來，後來在當地結交的朋友們也對自己的國家相

當自豪。Timor-Leste 的人生理特徵比較黝黑而身高矮些，相比於同是南島族群的

臺灣原住民或是紐西蘭毛利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外貌。 

 

4.2 東帝汶（Timor-Leste）的過去 
帝汶島（Timor）位於印尼與澳洲之間，從澳洲布里斯本搭機前往只需要約莫

一個小時而已，在殖民時期，大帝汶島被殖民者一分為二成為東帝汶（Timor-

Leste）和西帝汶（West-Timor），而東帝汶是由葡萄牙所占領，西帝汶則是印尼荷

屬勢力的延續；由於數百年前就已經被殖民勢力所劃分，所以造成兩邊人民雖然擁

有相同的語系與文化背景，但是在經過葡萄牙和荷蘭四百年的殖民統治後，兩邊的

人民卻有截然不同的發展，這也埋下了東帝汶尋求自成一國的遠因。據我當地朋友

的解釋，東帝汶在十六世紀時就已經成為葡萄牙的海外屬地，直到二戰期間曾短暫

被日軍所占領，而葡萄牙則在 1945 年日軍投降後重新獲得控制權；1974 年葡萄牙

因為國家內部的政變，進而逐漸放棄海外殖民地，所以東帝汶在當時開始準備著手

建立自己的國家，但是由於七零年代正處於冷戰期間，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其

中不乏有澳洲和紐西蘭等盟友）為了避免大西洋地區重導美國古巴飛彈危機的覆轍，

積極防止被這個剛獨立之國家被赤化，便私下容許了由親美國的印尼蘇哈托

（Suharto）政權攻入幾乎沒有防備的東帝汶國土，將這片最靠近澳洲的戰略要地

納入西方勢力的掌控之中;而可憐的東帝汶人民井警才維持了四天的建國運動，就

在印尼的艦砲與傘兵部隊入侵下胎死腹中（此段歷史我後來在博物館中也看到了紀

錄片）。 

由於曾經被葡萄牙所殖民，所以大多數的東帝汶民眾都是天主教徒，然而在受

到穆斯林國家的印尼併吞後，文化、信仰以及追求獨立的思想為這片複雜土地帶來

了前所未有的衝突；多年因內戰而渴望自由的呼聲終於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 1989 年親自前往東帝汶參訪，並撫慰長期受到戰火所凌虐的百

姓。在教宗前往東帝汶的期間裡，大批大批的當地民眾在他演講的場合舉著旗號和

布條，訴說他們希望獨立的意願；實地瞭解了 Timor-Leste問題後，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與許多葡萄牙人士開始為該國的獨立在國際間奔波與斡旋。沒有多久，1991

年突然爆發了印尼軍隊在首都 Dili 的 Santa Cruz 對抗議群眾大屠殺，在經過近

25 年印度尼西亞統治的艱辛歲月（1975~1999），終於西方國家無法再漠視東帝汶

的獨立問題，因此聯合國主持了 1999 年該國的全國公投，而其結果也如預期一般，

東帝汶才正式由印度尼西亞獨立出來。為了防止印尼軍隊與親印尼民兵的攻擊，聯

合國也在當年立即派遣以澳洲為主的聯合國安全部隊進駐東帝汶維持治安，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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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當地的基礎建設，因為幾乎全部的設備都在印尼軍隊撤離該地時，遭到印尼方

的惡意嚴重破壞；直到現在，首都 Dili 的街道上還可以看到很多當時聯合國留下

來的守衛站。 

在知道了 Timor-Leste 的歷史過後，西方國家表面上崇尚民主、自由和正義博

愛的精神，徹徹底底與他們的行為背道而馳；在追求戰略利益的前提下，他們可以

暗地支持印尼對東帝汶的入侵，然後在發生大屠殺或違反精神的事件後，再以中立

者或協助弱勢的角色進入該國，獲取調停戰火的人道美名，而且還兵不血刃的達成

瓜分許多政治、經濟上的好處；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在維護維護區域安全與和平，不

過背地裡確像影武者般在幕後運籌帷幄，實實在在帶著手套完全掌控資源分配以及

情勢大局。在後面我還會提到許多案例，更可以發現目前的東帝汶所遇到，資源被

強國瓜分的困境。 

 

4.3 東帝汶（Timor-Leste）現在的國家狀況 
Timor-Leste 是一個海島國家，除了後來在海外的海底油田、天然氣外，本土

並沒有發現任何能夠滿足自給的天然資源，所以國內工業並不發達，很多物品皆需

要仰賴從印尼或是澳洲進口。在東帝汶的生活現在依然保持非常純樸，首都 Dili

有百貨公司和商店街，但也還保有固定時間出現的集市；當地的朋友說這些集市會

在每個星期固定的時間出現，大多數以販售自己生產的農作物為主。在語言方面，

東帝汶因為住著很多族群，所以各個縣所用的地方方言都相當不一樣，不過主要的

官方用語則是混雜著大量葡萄牙語的德頓語（Tetun），而德頓話因為和印尼話有著

相當不同的區隔性，所以可以在與語言上和印尼分別出文化與國家認同的落差；我

的朋友 Roberth就開玩笑跟我說，他的家鄉方言就跟印尼話沒有甚麼差別，所以他

可以很輕易的去印尼當間諜，而印尼人如果來東帝汶當間諜的話，就會因為口音的

問題很容易被發現。雖然說東帝汶是從印尼中獨立出來的，但是現在東帝汶國內並

不會感覺到有任何排斥印尼文化的狀況；反倒是這裡引進了許多印尼節目、連續劇、

電影，甚至保留了印尼的食物風格。兩個國家經歷了長達 25年的內戰和 15年的分

離，前幾代的仇恨並沒有因此讓這個新興國家固步自封，Roberth 也對我說過雖然

過去他們彼此是交戰的國家，但是現在大家都是朋友，已經不再仇視彼此。重生的

東帝汶在與印尼恢復往來貿易和物資交換上，克服了本身缺乏天然資源的缺點，也

在透過對外尋求發展的途徑上建構與印尼的和解之道。 

a.食 

很有趣的是，走在 Dili 的街道上，時不時會看到許多流動的攤販，有些人是

用傳統的方式以一根木棒將自己的產品串起來沿街叫賣，感覺就像是我們的扁擔一

般；而販賣的商品五花八門，我曾看過香蕉、花生、魚、橘子、蔬菜和豆子，其它

還有一些小孩頂著一盤雞蛋或拿著幾包香菸沿路兜售。在高經濟作物方面，就如同

Fry 教授所說的，東帝汶種了相當多的咖啡與少量的可可，大多數都是由印尼爪哇

地區引進的品種，在市區接近機場的路邊有一區開著相當多間的咖啡作坊，每次經

過都可以聞到十分誘人的炒豆香味。除了流動攤販，街上也有許多的雜貨店，店裡

大多數都是販賣著從印尼進口的食物與日用品，例如 Mi goreng 泡麵和巧克力等。

在這裡吃東西相當的便宜，如果是去一般的路邊攤吃飯的話，一餐大約也才一塊半

至兩塊美金，但也有一些消費較高的餐廳，而這些餐廳都是專門鎖定外國遊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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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餐廳，例如我有看過一些中國、日本、韓國、義大利餐廳，甚至我也注意到

Dili 唯一的百貨公司 Dili Plaza 裡還開了一間 Mos Burger!而去這些＂高級餐廳＂

用餐的話則都需要價五至十塊美金左右。在當地朋友 Etelvino 和 Roberth 的帶領

下，我也跟著他們去品嘗了當地的料理，但從他們的飲食文化裡我驚訝的發覺，真

的融入了太多印尼的風格和菜色了！也許是與印尼真的有地緣和文化上的相近，東

帝汶人除了基本的咖哩雞肉飯、穀物粥是當地食品以外，菜單上的 Tambe（炸黃豆

餅）、Bakso（肉丸餛飩湯麵）…等等都是來自印尼的料理，甚至我們夜間去海岸旁，

一間高朋滿座的路邊攤吃 Nasi goreng（炒飯）也是純正的印尼炒飯；在這個從印

尼獨立出來的國度，沒有將入侵者的文化徹底抹滅，反到是將這些特有的飲食風格

兼併到自己的國家來，展現出這裡高度的文化包容性。 

b.衣 

直到今日依然許多的東帝汶人會穿著傳統服飾，幾次在路上就親眼看到婆婆媽

媽們圍著傳統圖騰的圍裙上街，當地人持續的使用傳統服飾這居民的穿著，也是該

傳統產業可以再現在持續留下來的原因；不過可能是物資相對匱乏的原因，造成走

在路上居然可以見到臺灣機構的制服出現在這遙遠的國度！東帝汶很多衣服是來自

於其他國家的二手衣，而這些二手衣不知道是經由怎麼樣的的途徑，大批的進入了

該國，並且在其街頭巷尾的實體商家或路旁由竹棚搭起的小舖販售，種類樣式之多

目不暇給。這些衣服因為胸前印著明顯的繁簡體中文字樣，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

通常我偶爾會看到某某公司或店家的制服，不過令我最為眼睛一亮的是我看到有人

竟然穿著前後印＂一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的排汗 T恤！而其它更還有一些從中

國來的運動衣和印著毛澤東頭像＂為人民服務＂的背包，這些充滿各國特色的服飾

用品在意外下匯集到此，也替我的研究之旅增添了許多趣味和印象。 

c.住 

從第一天抵達東帝汶，成是給我的印象就是到處都在修築馬路、立電線杆、挖

水溝和搭橋梁，導致很多街區都呈現塵土飛揚而稍嫌混亂的景像；當地朋友向我解

釋說，現在的東帝汶正在重新建立基礎建設，也許幾年後回來這裡就會變得更進步、

不一樣了。一般在市區的百姓大多數都是向臺灣一樣住在住商混合的建築物裡，兩

三層樓的房子樓下是商店樓上是住家；在 Dili 市區我也有發現仍然還是保有一些

比較傳統建築材質的平房，但是我很擔心這些古樸的房子會隨著周邊快速改變的環

境而面臨被拆除的命運。另外，在東帝汶還有一樣非常重要的建築叫做 Umalulic，

其意涵的相當於祖靈屋，是整個部落的祭祀與會議中心，但這項特殊的建築請容我

之後再談，因為之後便會寫到我前往朋友村莊的 Umalulic參訪的經過。 

4.3.1 強佔！以國家安全為名！ 

和 Timor-Leste 的友人在一起的時候，曾談到當地與鄰國的來往關係，以我剛

抵達東帝汶對該國背景的瞭解，我以為他們會因為聯合國與澳洲曾經在 1999 年協

助他們脫離印尼的統治而對他們抱持友善的態度，但事實不然；友人們提到了澳洲

簡直恨之入骨，因為在他們的眼裡這個鄰近他們且表面的文明國度，其實不斷的為

了侵占天然資源和商業利益，無所不用其極的暗地做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 

a. 竊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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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期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包顧員斯諾頓（Edward Snowden）對外公

布了許多澳洲和美國在世界各地安置竊聽設備，以獲取有利於自己國家利

益的資訊；其中的一項就揭發了澳洲 ASIS（the Australian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澳洲秘密情報局）利用建築程包商在東帝汶政府機

關安置竊聽設備；透過竊聽東帝汶政府高層的手段，使澳洲得以在接下來

的一些國際申訴與談判中先洞燭先機，知道東帝汶所有的情資。 

b. 石油與天然氣的侵占 

在幾個蘊藏有豐富石油和天然氣的地點於東帝汶和澳洲間的海洋被發現了

以後，澳洲便與東帝汶開始簽訂了一些共同開發的合約，希望藉此合約一

起分享這些在海域界線上的天然資源；不過就在兩國洽談關於合約內容之

前，澳洲政府派人在 Dili 的政府高層辦公室安裝了竊聽設備，使得澳洲方

面可以輕易的知道東帝汶方面的態度、預期分配的比例…等各種談判底限，

因而在後來的簽約過程裡為自己謀求到了最大的利益。後來，東帝汶在得

知澳洲先前用竊聽的方式來竊取高層開會的內容，導致簽約談判過程中吃

了大虧，更影響到後來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盛怒之下的東帝汶政府便準

備了所有澳洲的罪狀和證據，打算一狀告上海牙國際法院，要求重新擬定

之前共同開發的合約！這一大批足以將澳洲定罪的檔案資料，東帝汶將它

們秘密送到了坎培拉（Canberra）的委託律師辦公大樓裡，讓律師團們研

擬如何控告澳洲；然而取得情資的澳洲政府一不作二不休，立刻派人包圍

辦公大樓，並直接將所有的檔案全部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藉口帶走。可

憐的東帝汶政府在喪失證據的情況下，只得將這難堪的恥辱吞下；而就我

從朋友那邊所知道的是，目前東帝汶方面正在重新整理證據和資料，希望

能夠再次對澳洲提告，進一步拿回屬於自己的石油與天然氣權力。 

4.3.2 法院外的不速之客 

在東帝汶市區尋找各個特色據點時，每次經過地方法院都會看到有一位五、六

十歲的白人，他掛了許多自己做的大字報在法院的圍籬上，然後就逕自拉著鐵鍊躺

在法院外的地上；因為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實在是太醒目，引起了我的好奇，不過由

於大字報是用東帝汶語寫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抗議甚麼。最後一天的下

午，我去拜訪完了 Alola Foundation 後，我一個人騎腳踏車在市區裡面繞著，打

算去向些朋友道別，所以又再一次經過法院的門口，而這次我就上前去瞭解了一下

這位獨自的抗議者。 

他是一位澳洲人，為了防止噪音和汙染，他帶著口罩和帽子還自己做了耳塞，

一見到外國面孔的人，就像是有洗不完的冤屈似的，拉著我開始訴說著委屈。七零

年代他就和妻子來到了東帝汶，為了協助當地的民眾改善生活，他與妻子散盡家產，

不過由於他見到我的時候情緒激動，所以幾乎都是他在發言，所以我無從問起他們

夫婦到底是用甚麼方式協助了東帝汶人；不過很驚訝的是他提到了聯合國、澳洲和

東帝汶的關係，他說聯合國當時進入東帝汶根本就是一場騙局，他們當初進入了東

帝汶是為了建立起親西方的政權，而且他認為現在這個政府表面上是民主的，但是

其實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治人物所掌控（也許他的意思就像是南越的吳廷琰或南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5%BB%B7%E7%90%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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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承晩，不過就我所知澳洲和東帝汶的關係其實在斯諾頓揭開監聽秘聞之後，兩

國的交情就惡化了），而所有的當地人就像是瞎了眼一樣還在庸庸碌碌領著微薄的

薪資生活；他還特別強調，千萬不要讓聯合國進去你的國家，因為他們會搞砸你的

國家，就像是伊拉克或是阿富汗一樣！我和這位先生的交談可以感覺到是我這輩子

最接近成為思想政治犯的時候，比起出發前經過北京轉機，因為我行李裡面帶了幾

本書而被搜查還來得糟糕。在和他交談的時候我不斷注意到，附近的警治機關人員

對我們的＂關切＂，在我和他短短十分鐘的談話裡，我們面前停了一輛警車，然後

又換了一輛黑色轎車；老先生跟我說他們的確是在監視著我們，更提到以前他們也

曾派人來，甚至還開槍打過他，說著更解開襯衫讓我看傷疤（我的確有看到類似槍

傷的疤痕，不過我認為那應該不是真的槍擊，也許當時對方只是使用類似驅趕抗議

民眾的橡膠子彈，所以並沒有造成真正的槍彈創傷），面對警察的監視，他一副不

在乎的跟我說：「沒有關係，他們只是一群領著低薪替政府做事的人，剛剛我說到

哪裡了？我們繼續…」。當整個氛圍越來越發奇怪的時候，我只能草草的告別這位

澳洲的先生，然後騎腳踏車離開。當我回頭再望向老先生的時候，那輛監視著我們

的黑色轎車正開進法院前的停車場，而老先生依然坐在他原本的位置上。我和澳洲

老先生的交談沒有很長，甚至連拍照、錄音或他的姓名都來不及記得，但我想這會

是我在東帝汶最深刻的印象；這次的事情不但讓我省思了強勢國家對小國的影響，

也讓我直接體會到了與國家機器之間對抗所承受到的壓力，但是很慚愧的是我在記

錄那段過程中離開了，以至於對這位澳洲老先生的抗議意題沒有很深刻的了解，因

為我不確定繼續留在那邊會發生甚麼事。 

4.3.3 我在東帝汶的朋友與連結 

從澳洲出發前，Fry 教授曾經協助我聯繫當地一位曾經與他合作過得西班牙教

授，不過因為對方在我離開澳洲之前不確定是否對方在島上，以至於當初從澳洲來

到東帝汶時，當地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協助我的。不過我很幸運，抵達東帝汶第二天

後我很快的就結識到該國的朋友，我想這也是旅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感覺如果真

的肯放開心、用真心去交朋友，就會因為偶然的巧遇，變成一個深度認識當地的美

好機會。 

4.4Timor-Leste 首都 Dili 區域博物館與文化產業分析: 

地點 特色 代表意義 

Xanana  

Reading Room 

以第一任總統命名的文

物中心 

此間建築物在葡萄牙時期是東

帝汶的總督府。 

Tais工藝技術展現 該館召集 Dili 附近的村民，志

管區裡面展現 Tais 的製作方

式。 

East-Timor 

Resistance Museum 

Timor-Leste 最大的博物

館， 

博物館展出大量東帝汶建國以

來的文物，似乎在訴說著那段

艱辛的歲月。 

Alola Foundation 最具規模、組織的 Tais 第一個成功與各地村莊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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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anana Reading Room 

東帝汶為了紀念第一位總理對這個國家的貢獻，因此便將這棟曾經是葡萄牙人

總督府的歷史建築，以總理 Xanana Gusmao的名字重新命名這個，並將這個地方便

成為一個紀念該位總理的展覽中心；除了主要建築物外，旁邊還有一棟圖書館和社

區集會中心，以及一座戶外的傳統涼亭。在我到訪的時候，剛好有個非常難得的機

會，涼亭區正好有一批大約十個婦女正在展演如何織傳統的布匹 Tais；在這個偶

然的機會下我也深刻的瞭解了他的傳統手工藝的製作流程，從製作棉線、編製、染

色到最後的成品展現，我在一旁記錄了婦女們的工作狀況。從解說人員的口中我得

知了以前的婦女如果要完成一件 Tais，因為過程的繁複那得耗時將近一個星期；

在以前的東帝汶，婦女織 Tais 是做為家人在禮儀場合和日常穿著所需要的布匹，

而當今的東帝汶則是利用這種傳統的工藝轉型，設計出很多相關的背包、毯子、餐

墊…。 

2.East-Timor Resistance Museum 

為了紀念東帝汶獨立的艱辛歲月，首都的大學旁有一座博物館，就是特別記錄

著七零年代印尼入侵到東帝汶正式建國的歷史。館內呈現著肅殺與悲慘的氣氛，在

入口處就以一面大型輸出的印刷將獨立運動的時間，以大事記的方式呈現出來，配

合著印尼軍隊入侵的歷史照片以及短片，讓遊客了解當時的狀況；只可惜，館內的

所有文字都是以葡萄牙文撰寫，所以我在參觀的時候，只能藉由圖片和一些隻字片

語揣摩意思。展覽的中央是陳列著獨立運動期間反抗軍所使用的武器與設備，並且

在牆上也有螢幕播放著當時反抗軍的作戰情況；在展覽的最後是一座電影院，內容

則是有許多當時東帝汶人民受到鎮壓的血腥片段，這些都記錄著當地人民為了尋求

獨立建國發展所做出的巨大犧牲。在參觀該館的時候我也有幸結識了一位當地的英

文系大學生，爾後我們便成了相當要好的朋友，我也在他的帶領下，前往當地村莊

參觀他們的傳統建築物。 

3. Alola Foundation 

研究發展機構 Tais 研發機構，致力於推廣

Tais 的各種文創發展，並藉此

提升地方婦女的地位。 

Manleuana 

Perumahan 村莊 

祖靈屋 Umalulic 該村的祖靈信仰中心。 

體驗打獵以及當地人的

生活 

拜訪當地有人的家，瞭解地方

民眾的生活。 

Tais Market 傳統編織 Tais 的賣商與

編製者的聚集地 

整合市區販售 Tais 的各商家，

在。 

Taci-Tolu 教皇演講台、山頂的教

堂與雕像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 Timor-

Leste 成功建國的推動者，該

處則是 1989年他演講的地方。 

Santa Cruz Dili 市郊的墓區、1991

年 Santa Cruz 大屠殺的

發生地點 

曾是 Timor-Leste 爭取立國活

動的重要地點，記錄著印尼軍

隊曾在這裡屠殺百姓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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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la 基金會是一個在東帝汶經營的非政府組織，目的是為了要改善婦女和兒

童的生活，於 2001 年由當時的第一夫人 MsKirsty Sword Gusmao 成立，該組織旨

在培養女性領導者和倡導婦女權利；Alola 基金會最初成立的宗旨，是為了提高東

帝汶婦女和女孩的地位，透過改善婦女的織布知識和經濟獨立，並且以此對抗普遍

的家庭女性地位低下與性暴力問題，然而這仍然是 Alola基金會目前在努力克服的

目標；而這間基金會的名稱來自於一個悲慘的故事，1999 年東帝汶尚未獨立的期

間，一位名為'Alola' dos Santos 的女孩慘遭印尼軍隊的姦殺，因此從 2001 年創

立之初，基金會便把女孩的名字為該基金會命名。現在的 Alola 不斷的爭取獲得更

多人的支持，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提供了廣泛婦女和青年工作機會與協助的單位，每

年也都與聯合國合作，將國際資源引進東帝汶，繼續支持這極其重要的計劃。

Alola 基金會透過與社區團體和個人的工作，該計劃協助各個東帝汶的偏遠部落，

改善當地家庭的經濟條件，以促進婦女和兒童的健康狀況，並創造婦女的就業機會，

進一步促進人權，加強社區建設，提高婦女的地位。如今的 Alola 基金會將總部設

在東帝汶首都 Dili，在他們的工作項目裡僱用了超過 100名員工，Alola的計劃不

但確實的幫忙到了偏鄉的婦女,支持著東帝汶政府實現國家發展目標，並致力於培

養未來東帝汶的女性人才。 
Programs Detail 

Advocacy 

1. women's resource centre 
2. Counter trafficking 
3. National Women's Congress 

Material and Children’s Health 

1. Working with mothers and babies 
2. Combating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community 
3. Supporting newborns 

Education 
1. Scholarship Project 
2.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Economic Empowerment 
1. Handicraft Development project 
2. Tourism Community Based Accommodation 
3. Micro-Credit Schemes 

Alola Foundation 的計劃與部門負責內容 

在傳統 Alola 多年的計畫裡，推廣得最為長久和成功的就是東帝汶傳統編織；

這種美麗而多彩，在當地的社會結構裡，編織是女人們的工作，這些編織的圖文、

樣式和顏色，都是每個家族一代代流傳下來的，所以不同的村落也會有不同的創作

方式，甚至是專屬於該村莊的圖文。在研究者的訪問對象中，Alola 的一位計畫主

持人就曾說每個部落都會有代表他們祖先的圖騰，不過這些圖騰是不能夠販售的。

在前往東帝汶的探訪中，我也走訪了 Alola的辦公室，並在辦公室職員的帶領下參

觀了他們的實體賣店與行政中心；這間實體賣店就坐落在 Alola 總部的隔壁，店裡

展售著多樣的傳統編織。 

此行我也訪問到了該組織的行政幹部，與他們的對談中瞭解了目前 Alola 的狀

態，與傳統東帝汶編織的傳習問題；我得知了 Alola 正用一種社會企業的方法經營

著這項計劃，他們基金會的角色是擔任紡織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間人，由其是對偏

遠的部落這樣尤其重要，因為能把他們的紡織品賣到首都 Dili 來或是銷售給觀光

客，這樣他們的東西才會更有價值。Alola 他們首先會尋找有意願一起合作的偏遠



                                        2013 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碩、博士論文田野補助案 

                                                                   1-3 潘麒宇結案報告                                                                                      

21 
 

村莊，然後每年會去這些偏遠的部落做巡迴的紡織研習幾次，教導當地的婦女如何

使用更新的手法來製作 Tais，並且保證每個合作村莊的紡織品質都可以達到機金

會的要求；在做過市場評估，Alola 會找出消費者喜愛的圖騰風格，然後將這些需

要的圖騰告訴這些偏遠鄉村的婦女，請他們支出基金會想要的樣式，然後他們將會

去做收購。購買回來的 Tais 會在基金會裡重新設計成各類的文化商品，再把這些

商品放到賣店裡銷售，甚至將商品出口到海外去，可以說 Alola 基金會就是一個連

結在地傳統紡織者與市場間的橋梁。在這種社會企業模式下，當地的紡織婦女會在

找到工作後擁有自己的經濟能力，進而提升在家庭的地位，並且直接提供家庭生活

需要的資源。  

從 Alola 的協助與計劃上來看，我看到這個組織的確經營到部落傳統文化產業

所需要的援助方向，那就是在設計和營銷的發展；因為有這個基金會的存在，當地

人不但可以有技術資源和新的想法，又可以直接尋找到適當的買家，進而創造偏遠

地方的婦女就業機會，我認為當地人民與 Alola基金會的關係，是在發展中國家一

個非常好的模式。不過他們也遇到了很多嚴峻的挑戰，我認為因為中間透過了設計

加值與鋪店和人事成本，所以在 Alola 商店裡的文創商品相較於其他在地店家都來

得貴一些，因此願意花更多錢到 Alola 商店購買東西的遊客並不多，大家都還是比

較會去能夠討價還價的 Tais Market 裡尋寶；另外，的在訪問中基金會的職員也不

諱言對我說，這個基金會幾乎不可能單以賣出的商品營收來維持，他們每年還是必

須要向聯合國申請相關的計畫經費，才有可能把這個基金會繼續維持下去，而這也

是我認為目前他們基金會遇到的最大問題。 

4.Tais Market 

在東帝汶首都最大的 Tais 交易中心，就座落在市區的鐘樓圓環（Clock tower 

round-about）旁；這是一整區都為販賣 Tais以及其相關工藝品的地方，整個小市

場有將近六七十間的商店，每家都擺出了各式各樣的 Tais 創意商品，例如枕頭套、

背包、小錢包、毯子、布匹…豐富得令人眼花撩亂。不過這個地方也充斥著濃厚的

商業氣息，由於遊客眾多而且商品的利益巨大，在這個地方不知情的遊客被瞞天喊

價的情況屢見不鮮；就如同我遇到的狀況，我在一間店鋪用五塊美金買到了兩塊傳

統布匹，另外一個店鋪的老闆卻直接跟我喊價十塊錢一條。有趣的是，在市場裡頭

的小徑都是用鵝卵石鋪的，所以每當有遊客接近店家時，老闆就可以聽到踩在鵝卵

石上的聲音然後馬上出來迎接你。 

5.Manleuana Perumahan 村莊的祖靈屋 

在當地朋友的帶領下，我和他騎腳踏車從市區到十幾公里外的鄉村，去拜訪他

住在當地的朋友，並且帶我參觀這個村莊的 Umalulic。其實 Umalulic 的概念在南

島族群裡面都有，它的意思就等同於祖靈屋或是聚會所，毛利人稱之為 marae、我

自己的西拉雅族稱為 kuva、鄒族則稱做 kuba；在東帝汶的每一個村莊都有一座屬

於該村的 Umalulic，我聽朋友說有些村莊的 Umalulic 有豐富的雕刻和色彩，但是

這些 Umalulic 都是在非常遠的農村地區，從首都出發要搭長途巴士前往，並且花

上個三五天，礙於時間和預算的不足，所以朋友只能帶我去參觀最接近首都的一座

Umalulic；朋友說其實 Umalulic 在以前很多，不過在受到印尼的統治期間，受到

印尼人的宗教影響，很多的 Umalulic 都是在那段時間裡被印尼人摧毀，所以木錢

能夠看到的祖靈屋很多都是重新再修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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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都市區騎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腳踏車，穿過一些鄉村與山丘後我們抵達

Manleuana Perumahan 村莊；在該村的這座 Umalulic 是比較樸素的樣式，我們到

訪的那天剛好祖靈屋的主人外出了，所以由她年邁的妻子接待我們，並為我們介紹

了許多關於祖靈屋的事情。由於在這個部落是非常嚴格的父系社會，所以我們無法

在沒徵求主人的同意下進去祖靈屋，就連老婆婆也說他必須要尊重丈夫，因此很可

惜我們無緣進去看到內部；不過老婆婆跟我們說其實祖靈屋裡面就放著很多祖先用

多的器具，他們要祭拜祖先的時候，也是進去裡面對著這些器物做祭拜。另外，在

祖靈屋的門口，立著一支特別的石座和木頭，這也是他們祖靈的象徵，由於進到

Umalulic 需要有主人的同意，所以當主人不在或是 Umalulic 鎖著的時候，當地人

就會在外面的這個祖先象徵進行祭拜。每當部落裡的居民如果農作物成熟了，或是

他們打獵有收穫了，就會把動物的頭和首批收獲的農作物綁在祖靈屋前的木頭上，

讓祖靈先行享用。 

4.5Tony Fry 教授的國際計劃 
海島國家的 Timor-Leste 並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所以自 2002 年正式獨立後，

東帝汶不斷努力尋找自己的方式，通過創意設計來重建他們的文化。Fry 教授的國

際計劃在探討文化創意振興，以幫助當地產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以及他們如何以

創新的設計為基礎，並使用它在經濟，環境，社會和文化領域上來幫助自己。通過

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員訪問東帝汶，以了解當地的產業發展;他的團隊也研究在當

地原住民群體和他們的曾做過的計劃，並且由當地產業的改造中總結其經驗。 

通過創意設計和永續發展作為研究理論的討論，Fry 教授在計劃的三年裡面協

助了當地政府統整並推動東帝汶的 Tatoli ba Kultura 計劃，在這個計劃中他們團

隊走訪了東帝汶各地，將當地特殊的文化產業以及傳統藝術都記錄起來，並且在網

路上設立了一個文化地圖的影音網站（http://tatolibakultura.org/），讓世界各

地的人可以在網路上就欣賞到當地的藝文活動和團隊的探訪記錄。不過很可惜的是，

在計劃的最後並沒能在當地留下一些實體建設或是機構，繼續去推動或是延續該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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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野成果自評 

在經過這長達八個月的研究訪問過程中，有許多各種永生難忘的回憶，當然有

好有壞，不過這段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經驗，確真的改變了我很多的想法。回顧整段

研究探訪，所有的生活和學習的經歷都充滿著不可預期，適應變數應該可以說是所

有經驗的總合。從一開始抵達紐西蘭，原本以為可以順利打進毛利人的生活圈，不

過到最後卻因為是華人的身分而和探訪目標失去聯絡；好比在抵達紐西蘭初期，我

經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幾位毛利人，剛開始通信或是見面的時候都是相當的熱情，不

過在後來我提到想要訪問他們，了解更多毛利文化的時候，很多毛利人就逐漸的不

再連繫了。不過旅行就是這樣子，遇到事情的轉變就像是命運一般的有趣而來去倏

忽，很多時候的急起直下又突然柳暗花明；正當我苦惱著無法打進紐西蘭毛利人的

生活圈時，我遇到了一對印度老夫妻，老夫妻送了我很多毛利的相關書籍，並且邀

請我去他們家作客，而沒有多久我又在居住城市的公園認識了我最好的毛利朋友

Tuwhakairiora，並在他的引薦和帶領下，我拜訪了毛利大學也成功進入毛利人村

莊；而這一切也都是我旅行前完全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在最後我要離開紐西蘭前，

毛利大學還邀請我去做了一場小型的講座，特別介紹我們臺灣的原住民與毛利人的

淵源！我在後來與毛利人的交流裡也得出了一些心得，其實他們對於華人是有一些

戒心的，不過我表明我是臺灣的原住民後，他們就立刻把我當成兄弟；在我向他們

分享了賽德克巴萊的預告片以後，他們更因為我們對抗殖民者的共通過去，而對臺

灣產生更多的興趣！ 

紐西蘭的日子裡，也特別感受到當地華人的團結與互相互助精神，在我困難的

時候當地的教會和團體也給予我許多的幫助，在後來我也特別將我在紐西蘭研究的

發現和感想分為兩個講座在奧克蘭和漢彌爾頓兩個地方舉辦，將這些資料分享給有

興趣的僑民。紐西蘭的田野地調查的生活裡，在文化、語言上體驗了各種差異，生

活裡和許多國家的人交流，一起領養社區的田園、參加跨文化嘉年華，也像

Frantz Fanon 一樣，經歷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直接被白人用髒話歧視，然後陷入了

幾天的憤怒；這種將自己投入到多元文化圈內的經歷，不管好壞都更促進了日後我

在後殖民理論研究上的思考，也可以在我接下來的博士論文撰寫上擁有更豐富的能

量。尤其是在紐西蘭渡過了兩個紐西蘭歷史上最重要的節日，Waitongi Day 和

Anzac Day；我想我會永遠記得在 Taupo 的湖邊，與當地的村民一起在禮槍聲的寒

風中等著黎明，並在紀念兩次大戰犧牲者的軍歌裡，看著軍警的隊列在毛利祖靈屋

前致意，結束後更和他們一起在當地的活動中心吃早餐。 

在探索紐西蘭的毛利文化時，我深深感受到當地政府對原住民族群的尊重，以

及毛利人對自己文化的驕傲，而這些都是在我旅行之前完全無法想像的，這段旅行

不但讓我在許多訪問、文獻、剪報和書籍上有很多的收獲，身為一位臺灣原住民與

毛利人的交流裡，能夠直接體會到別國的族群，透過發自內心的自信塑造出該族的

族群尊嚴，不願受政府和利益團體擺佈，為了部落土地和生存權力幾乎可以傾盡全

力一戰的精神，這完全重新翻轉了我對＂原住民＂粗淺的想像與詮釋；在紐西蘭我

所看到的，是擁有高度自我的認同與緊密的家族和部落體系的文化傳承者，他們才

是確確實實活著的原住民。 

在澳洲布里斯本的 Griffith 大學，我受到了 Tony Fry 教授很多的幫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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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直接將他三年在東帝汶的研究計畫都介給我翻拍，為了讓我可以早點融入當地，

還特別介紹了他以前的香港學生給我認識，儘管後來前往東帝汶時，因為他的計劃

已經結束，所以無法提供我任何幫助或是介紹當地認識的人，不過他熱心無私的舉

動，真的令我相當敬佩！了解東帝汶當地的情勢後其實給了我很多的想法，從一位

臺灣人的角度來看該國的歷史經過和發展，我發現了東帝汶其實是一個臺灣很好的

借鏡，因為從她區域中扮演的角色裡，不禁就可以看到臺灣的縮影；同為島國的臺

灣與東帝汶兩國，一樣面臨著自然資源匱乏、大國勢力環視的命運，甚至在海洋與

石油利益開發的衝突中，東帝汶幾乎扮演了和我國相同的角色，文化承襲方面東帝

汶也在葡萄牙與印尼的占領期間受到了許多衝擊，尤其在後者的宗教和政策影響下

喪失了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所以在東帝汶建國後的一系列文化復振行動裡，我認

為臺灣的原住民族群可以從中汲取其經驗，有助於我國原住民的部落發展文化傳承

時做為參考。 

進入東帝汶後，還好我有幸認識幾位當地的大學生和博物館的館員，在那段時

間裡他們熱情的邀請我去他們學校、村莊甚至是到他們家裡吃飯（當天吃他們之前

打獵得來的鹿肉）；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很快的便將首都附近要探索的部份都完成了，

也進入當地村莊記錄了傳統建築物。在旅行中我真的發現，只要是真心的與當地人

交朋友，似乎在自己窮途末路的時候，會因為這些在地朋友的幫忙，而出現許多轉

機。本次的田野調查我帶回來了許多書籍和資料，雖然不能一一的在本返國報告裡

整理與詳談，不過我想在未來博士論文的撰寫上一定會有相當多的幫助，令我的論

文豐富很多；除了獲得田野地的資料外，其實本次的研究訪問最難能可貴的是可以

透過國際交流和田野地的居民有了連結，期盼未來在做族群發展或是運動的時候都

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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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田野照片 

圖一.奧克蘭國際機場充滿原住民文化的機場迎賓門 

圖二.紐西蘭最重要的產業是酪農業,很多毛利人自己經營農場或是租地給別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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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漢彌爾頓公園依照文獻複製的毛利傳統村莊大門 

圖四. 漢彌爾頓公園依照文獻複製的毛利傳統村莊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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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致力於保存傳統毛利工藝的Ｐhil Belcher(穿著黑衣者)與友人 

圖六. 毛利人的傳統工具(由左至右:鑽孔機、綠石、葫蘆、拋光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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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毛利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 製作的傳統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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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毛利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 傳統工藝課程所製作的作品 

圖九. 毛利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 的傳統木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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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毛利大學 Te wananga o Aotearoa 的紐西蘭麻編織創作 

圖十一.部落的大人帶著青年們為了準備傳統舞蹈比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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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一年一度的 Kapa Haka 比賽 

圖十三.與毛利朋友參觀聯合王國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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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聯合王國部落的聚會所 

圖十四.紐西蘭的原始生態島嶼(Ecological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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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生態島嶼具有教育意義的展示方式 

圖十六.QE2 原始保護林地的德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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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QE2 原始保護林的樣貌 

圖十七.懷卡多大學的畢業典禮在毛利聚會所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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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穿著傳統披肩盛裝出席的毛利學生 

圖十九.一年一度的部落木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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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參加木舟比賽的孩子們 

圖二十一.奧克蘭戰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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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戰爭博物館的館藏 

圖二十三.到毛利大學分享臺灣原住民與毛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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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到奧克蘭 Parnell district school 觀摩毛利語教學狀況 

 
圖二十五.與奧克蘭大學的華人毛利文化研究學者林爽老師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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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在奧克蘭僑界的分享會 

圖二十七.在漢彌爾頓的分享會 

臺北駐奧克蘭經濟辦事處的報導:  
http://www.roc-taiwan.org/NZ/AKL/ct.asp?xItem=504171&ctNode=7636&mp=656 

http://www.roc-taiwan.org/NZ/AKL/ct.asp?xItem=504171&ctNode=7636&mp=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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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東帝汶 Alola Foundation 的賣店 

 
圖二十九.東帝汶 Alola Foundation 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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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東帝汶 Alola Foundation 的商品 

圖三十一.在 Xanana Reading Room 織布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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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在 Xanana Reading Room 做植物染的婦女 

 
圖三十三.在 Xanana Reading Room 的傳統涼亭 Uma Ma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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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Xanana Reading Room 

圖三十五.東帝汶的友人與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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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東帝汶傳統的祖靈屋 Uma Lulic 與其祭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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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村莊的友人與祖靈屋的女主人(請注意女主人的手上有傳統刺青) 

圖三十八.祖靈屋女主人手上的刺青,她說如果沒有刺青,死後祖靈會認不得他們 

 



                                        2013 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碩、博士論文田野補助案 

                                                                   1-3 潘麒宇結案報告                                                                                      

46 
 

圖三十九.大學裡的傳統舞蹈表演 

 
圖四十.朋友的傳統狩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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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天主教信仰與祖靈信仰共融 

圖四十二.豐富的海洋資源是很多當地人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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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市區的 Tais Market 

圖四十三. Tais Market 裡多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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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路邊的咖啡作坊,咖啡和可可是當地的高經濟作物 

圖四十五.到朋友的教會和年輕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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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路邊的行動攤商 

圖四十六.印尼人留下來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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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訪問 Alola Foundation 的職員 

圖四十八.東帝汶有漂亮的海洋,可惜潛水的行業都是外國人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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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九.東帝汶的海岸線 

圖五十.East-Timor Resistan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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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East-Timor Resistance Museum 的職員,他因為早年被印尼人刑求導致右

手終身無法緊握 

圖五十二.獨立運動其間留下來的聯合國守衛站 


